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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高雄分局）    更新日期：109年 8 月 28 日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商品事故訪查紀錄表-消
費者端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第一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

十號 

 (07)251115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辦理 

039行政裁罰、行政調查 C001辨識個人者 

商品事故訪查紀錄表-報
驗義務人端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第一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

十號 

 (07)251115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辦理 

039行政裁罰、行政調查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人員學經歷、資格評鑑及
教育訓練紀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第一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

十號 
 (07)2511151 

人事行政法 
ISO17065 

155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居家商品安全檢查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第一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

十號 
 (07)2511151 

個人資料保護法  C001辨識個人者 

居家商品安全檢查表(電
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第一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

十號 

 (07)2511151 

個人資料保護法  C001辨識個人者 

人員學經歷,資格評鑑及

教育訓練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 

（第二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

十號 

 (07)2511151 

 

人事行政法 

ISO/IEC 17065 

155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義務監視員基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義

務監視員遴聘及違規舉發

○四三志工管理 

義務監視員志工管理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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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號 

(07)2511151 

程序管理辦法」辦理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家庭情形：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節) 

社會情況： 

C038(職業) 

義務監視員基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號 

(07)251115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義

務監視員遴聘及違規舉發

程序管理辦法」辦理 

○四三志工管理 

義務監視員志工管理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家庭情形：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節) 

社會情況： 

C038(職業) 

涉違規訪查(問)相關紀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號 

(07)251115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行政程序法」、

「行政罰法」、「行政執行

法」、「消費者保護法」、

「商品標示法」辦理 

○三八 行政執行 

違規訪查(問)處分管理使

用 

○三九 行政裁罰違規訪

查(問)處分管理使用 

○九一 消費者保護 

違規訪查(問)處分管理使

用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違規訪查(問)處分管理使

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社會情況： 

C032(財產) 

財務細節： 

C093(財務交易) 

陳情反映案件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號 

(07)251115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消費商品檢舉與申訴案

件處理作業程序」辦理 

一一三 陳情、訴願、檢

舉案件處理 

陳情反映案件管理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社會情況： 

C038(職業)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

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 

行政處分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號 

(07)251115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行政程序法」、

「行政罰法」、「消費者保

護法」、「商品標示法」辦

理 

○三九 行政裁罰 

行政處分管理使用 

○九一 消費者保護 

行政處分管理使用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行政處分管理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健康與其他： 

Ｃ一一五(其他裁判及行

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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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人員學經歷,資格評鑑及

教育訓練紀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號 

(07)2511151 

 

人事行政法 

GUIDE-65 

○○二 人事管理 

人事管理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

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目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號 

(07)2511151 

 

人事行政法 

 

○○二 人事管理 

人員通訊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廠商輔導改善紀錄(含送

達證書及改正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號 

(07)251115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辦理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廠商輔導改善管理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商品安全宣導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號 

(07)251115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辦理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學生参與商品安全宣導保

險管理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宣導活動線上報名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三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五十

號 

(07)251115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辦理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學生参與商品安全宣導保

險管理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測試實驗室人員學經歷/
訓練資料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第四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檢驗人員資格) 

C001辨識個人者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7學生（員）、應考人
紀錄 
C064工作經驗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手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第四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人事管理(業務聯
繫) 

C001辨識個人者 

勞務人員合約個資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第四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檢驗人員資格)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輻射劑量配章資料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第四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游離輻射防護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操作人員輻射安
全) 

C001辨識個人者 
C133輻射劑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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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07)2511151 

加油站檢測租用車(含駕
駛人員)合約書個資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第四課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公司及駕駛人員
資格)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地秤檢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地秤檢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度量衡器檢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度量衡器檢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校驗服務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校驗服務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度量衡器校正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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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度量衡器校正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糾紛度量衡器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糾紛度量衡器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第五課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一街 3
號 
(07)821742 

度量衡法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商品驗證登錄相關案件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商品驗證登錄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商品驗證登錄相關案件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商品驗證登錄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相關案件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 商品型式認可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相關案件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 商品型式認可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監視查驗登記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 商品監視查驗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監視查驗登記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 商品監視查驗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申請
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申請
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免驗相關案件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1.商品檢驗法 
2.商品免驗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C001 
辨識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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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免驗相關案件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商品免驗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受託物品試驗申請書
(90,9A,9C,9L)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辦理受託物品試驗或其
他技術服務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受託物品試驗申請書
(90,9A,9C,9L)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辦理受託物品試驗或其
他技術服務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辨識個人者 
 
辨識個人者 
 

隨時查驗申請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廠場取樣隨時查驗作業
程序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隨時查驗申請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廠場取樣隨時查驗作業
程序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網際網路申辦作業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網際網路申辦作業程序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網際網路申辦作業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1.商品檢驗法 
2.網際網路申辦作業程序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總局與分局人員通訊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
資料統一管理要點第 1點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報驗發證及檢驗業務聯繫
使用 

C001 
辨識個人者 

廠商基本資料及問卷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管理系統驗證實施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管理系統驗證 
申請驗證時文件審查所須
之附件 

C001 
辨識個人者 

認可登錄廠商資料-評鑑/
追查報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管理系統驗證實施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C001 
辨識個人者 

網域帳號及電子郵件帳號

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五 

資(通)訊服務 

C001辨識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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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07)2511151-861 

應用系統帳號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五 

資(通)訊服務 

C001辨識個人者 

 

使用資訊系統與服務異動

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五 

資(通)訊服務 

C001辨識個人者 

 

不安全商品管理系統使用

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冊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不安全商品管理系統使用

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正字標記系統使用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應用系統服務單(RM 系統) 

使用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產品驗證認可管理系統

(PCM系統)使用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專業實驗室管理系統使用

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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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號 

(07)2511151-861 

冊 

巿場監督管理系統使用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外銷食品加工廠衛生安全

管理系統使用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全球資訊網 GIP 後台使用

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教育訓練未開班上傳成績

格式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

資料統一管理要點 

○○二人事管理(終身學

習訓練進修) 

C001辨識個人者 

 

網域及電子郵件帳號資料

庫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資訊小組）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861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款 

2.本局資訊  安全管理手

冊 

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身心障礙證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
行細則第 9條 

002 人事管理（所屬員工
基本資訊）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21家庭情形 
C111健康紀錄 

高雄市進用身心障礙者義
務機關〈構〉進用情形月
報表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
行細則第 9條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
基本資訊）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111健康紀錄 

高雄市進用身心障礙者義
務機關〈構〉進用情形月
報表紙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
行細則第 9條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
基本資訊）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111健康紀錄 

約僱人員履歷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第 10條 

002人事管理(包含所屬員
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薪資待遇)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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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號 
(07)2511151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3離職經過 

C068薪資與預扣款 

約僱人員僱用名冊電子資
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第 10條 

002人事管理(包含所屬員
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薪資待遇)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51學校紀錄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8薪資與預扣款 

約僱人員僱用名冊紙本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第 10條 

002人事管理(包含所屬員
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薪資待遇)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51學校紀錄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8薪資與預扣款 

聘用人員履歷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 3條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
則第 3條第 1項 

002人事管理(包含所屬員
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薪資待遇)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3離職經過 
C068薪資與預扣款 

聘用名冊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 3條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
則第 3條第 1項 

002人事管理(包含所屬員
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薪資待遇)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51學校紀錄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8薪資與預扣款 

聘用名冊紙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 3條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
則第 3條第 1項 

002人事管理(包含所屬員
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薪資待遇)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51學校紀錄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8薪資與預扣款 

甄審會會議紀錄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8條 002人事管理(甄選)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3離職經過 
C064工作經驗 

C065工作、差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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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甄審會會議紀錄紙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8條 002人事管理(甄選)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3離職經過 
C064工作經驗 

C065工作、差勤紀錄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履歷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
第 22條 1項及第 29條規
定 
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人
事機構公務人力資料庫報
送資料考核計畫第 1點 

人事管理(甄選、離職及
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現
職、學經歷、考試分發、
終身學習訓練進修、考績
獎懲、銓審、薪資待遇、
差勤、福利措施、退休撫
卹、褫奪公權、特殊查核
或其他人事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細節 
C031住家及設施 
C038職業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4職業專長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3離職經過 

C064工作經驗 
C065工作、差勤紀錄 
C068薪資與預扣款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C072受訓紀錄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
服務網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人
事機構公務人力資料庫報
送資料考核計畫第 1點 

002人事管理(甄選、離職
及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現
職、學經歷、考試分發、
終身學習訓練進修、考績
獎懲、銓審、薪資待遇、
差勤、福利措施、退休撫
卹、褫奪公權、特殊查核
或其他人事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細節 

C031住家及設施 

C038職業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4職業專長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3離職經過 

C064工作經驗 

C065工作、差勤紀錄 

C068薪資與預扣款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C072受訓紀錄 

C087津貼、福利、贈款 

C088保險細節 

C089社會保險給付、就養

給付及其退休給付 

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3條 002人事管理(考績獎懲) 

C001辨識個人者 
C065工作、差勤紀錄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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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考績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3條 002人事管理(考績獎懲) 

C001辨識個人者 
C065工作、差勤紀錄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銓敘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
系統考績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4條 002人事管理(考績獎懲)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61現行之受僱情 C062

僱用經過 
C063離職經過 
C065工作、差勤紀錄 

C068薪資與預扣款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C072受訓紀錄 

考績清冊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4條 002人事管理(考績獎懲)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5工作、差勤紀錄 
C068薪資與預扣款 

考績清冊紙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4條 002人事管理(考績獎懲)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5工作、差勤紀錄 
C068薪資與預扣款 

刷卡機資訊系統人事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員服務法第 11條 002人事管理(差勤)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刷卡機資訊系統刷卡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員服務法第 11條 002人事管理(差勤)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5工作、差勤紀錄 

Webitr系統差勤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員服務法第 11條 002人事管理(差勤)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
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65工作、差勤紀錄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國民
旅遊卡檢核系統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差勤、福利
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5工作、差勤紀錄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國民
旅遊卡檢核系統紙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差勤、福利
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職員進修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12
條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
細則第 7條 

002人事管理(終身學習訓
練進修) 

C001辨識個人者 

C051學校紀錄 

自願退休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退休撫卹) 
C001辨識個人者 
C011個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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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
表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施行細則第 42條 

002人事管理(退休撫卹)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64工作經驗 

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
表紙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施行細則第第 42條 

002人事管理(退休撫卹)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64工作經驗 

退休人員名冊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人
事機構公務人力資料庫報
送資料考核計畫第 1點 

002人事管理(退休撫卹)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發放月退休金人員清冊電
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施行細則第第 92條 

002人事管理(退休撫卹)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89社會保險給付、就養
給付及其他退休給付 

發放月退休金人員清冊紙
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施行細則第第 92條 

002人事管理(退休撫卹)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89社會保險給付、就養
給付及其他退休給付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
納作業系統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第 7條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施行細則第 6條 

002人事管理(退休撫卹)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68薪資與預扣款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
費清單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第 7條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施行細則第 6條 

002人事管理(退休撫卹)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68薪資與預扣款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
費清單紙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第 7條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施行細則第 6條 

002人事管理(退休撫卹)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68薪資與預扣款 

薪津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
第 14條 

002人事管理(福利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C068薪資與預扣款 

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福利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23家庭其他成員細節 

C051學校紀錄 

子女教育補助費報銷清冊
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福利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C068薪資與預扣款 

子女教育補助費報銷清冊
紙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福利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C068薪資與預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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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婚喪生育補助報銷清冊電
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福利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C068薪資與預扣款 

婚喪生育補助報銷清冊紙
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福利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C068薪資與預扣款 

公保異動名冊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
第 28條 

002人事管理(保險)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68薪資與預扣款 

088保險細節 

健保異動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保險)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 

健保申報表電子資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保險)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

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21
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細節 

C088保險細節 

健保申報表紙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保險)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細節 

C088保險細節 

員工健康檢查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福利措施) C001辨識個人者 

職名章製發、換補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當事人書面同意 
002人事管理(其他人事措
施) 

C001辨識個人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人事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07)2511151 

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人
事機構公務人力資料庫報
送資料考核計畫第 1點 

002人事管理 
（所屬員工基本資訊） 

C001辨識個人者 
C011個人描述 

受款人基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主計室) 

高雄市海邊路 50號 

07-2511151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4、5點 

 

090消費者、客戶管理與

服務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受款人基本資料暨金融機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090消費者、客戶管理與 C001辨識個人者、 



附件十三：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第 1 版） 

第 14 頁/共 19 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構帳戶檔 

 

局(主計室) 

高雄市海邊路 50號 

07-2511151 

4、5點 

 

服務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主計人員個人資料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主計室) 

高雄市海邊路 50號 

07-2511151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

資料統一管理要點第 2點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原始憑證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主計室) 

高雄市海邊路 50號 

07-2511151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4、5、10點 

會計法第 52條 

 

090客戶管理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技工工友臨工名冊(工友
基本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 
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工友保證及證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技工、工友、駕駛現職
人員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 
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技工、工友、駕駛現職
人員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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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現有工友(含技工、駕駛)
員額統計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現有工友(含技工、駕駛)
員額統計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工友考核(績)暨獎懲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第 16至 19
點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工友考核(績)暨獎懲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第 16至 19
點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工友僱用及退休撫恤職災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工友年終獎金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
項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工友慰問金戶政單位查詢
除戶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公務人員退休照護事項第
一條第二項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人事資訊業務系統資料填
報工友慰問金濟助金補償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公務人員退休照護事項第
一條第二項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工友慰問金濟助金補償金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公務人員退休照護事項第
一條第二項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WEBITR系統(工友差勤管
理)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工友管理要點 

○○一人身保險業務(依
保險法令規定辦理之人身
保險相關業務)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受僱情形： 
C0六五工作、差勤紀錄 

勞工保險局網路申報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勞工保險條例 
第十一條 

○○一人身保險業務(依
保險法令規定辦理之人身
保險相關業務)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特徵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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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C011個人描述 

健保局健保多憑證網路承
保作業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六條 

○○一人身保險業務(依
保險法令規定辦理之人身
保險相關業務)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受僱情形： 
C0六八薪資與預扣款 

職工離職交代清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公務人員交待條例 

○○二人事管理 
技工工友駕駛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車籍資料(行車執照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車輛管理手冊 
第六條第十款 

○二八交通及公共建設行
政 
車輛管理業務 

類別： 
社會情況： 
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 

辦公廳舍清潔維護服務
(內部清潔與維護服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採購法第二十六條 

一○七採購與供應管理 
辦公廳舍管理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C011個人描述 
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5工作、差勤紀錄 
財務細節： 
C088保險細節 

員工薪資所得受領人扶養
親屬申報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一、
二、三、四條規定 

○九五財稅行政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家庭情形: 
C021家庭情形 

薪資管理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中央政府機關學校員工劃
帳發薪處理要點、薪資所
得扣繳辦法 

○九五財稅行政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家庭情形 
C021家庭情形 
受僱情形: 
C061現行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 

薪俸明細表暨總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中央政府機關學校
員工劃帳發薪處理要點、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三六存款與匯款 
○九七退撫基金或退休金
管理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受雇類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 
 

所得扣繳憑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辮識者 
受雇類 
C068薪資與預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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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補發薪資清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四、
五、七、八條規定 

○三六存款與匯款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受雇類：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 
 

薪資收回清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四、
五、七、八條規定 

○三六存款與匯款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受雇類：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 
 

補發考績（含晉級差額）
明細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三六存款與匯款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受雇類：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 

預借考績獎金明細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五條
規定 

○三六存款與匯款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受雇類：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 
 

年終獎金明細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薪資所得扣款辦法 

○三六存款與匯款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受雇類：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 

不休假加班費暨休假補助
費明細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薪資所得扣款辦法第五條
規定 

○三六存款與匯款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受雇類：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 

郵政存簿儲金薪資存款團
體戶存款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中央政府機關學校員工劃
帳發薪處理要點 

○三六存款與匯款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受雇類: 
C068薪資與預扣款 

(新)費用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3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四、
五、七、八條規定 

○三六存款與匯款 
出納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受雇類：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規範審查小組建議名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853 

1.法律依據：採購法第 26
條 
2.有利於當事人權利 

一○七採購與供應管理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
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 
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規範審查小組建議名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1.法律依據：採購法第 26
條 

一○七採購與供應管理 
類別：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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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853 

2.有利於當事人權利 C001辨識個人者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
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 
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環境教育職員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4 

法律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條 

一六五環境保護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環境教育職員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4 

法律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條 

一六五環境保護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防護團常年訓練暨自衛消
防編組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4 

法律依據：消防法施行細
則第 15條 

○○七火災預防與控制 
○五三教育或訓練行政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災害及重大事件通報專責
人員緊急連絡電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秘書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轉 752 

災害及重大 
事件緊急通 
報作業規定 

一七一其他中央政府機關
暨所屬機關構內部單位管
理、公共事務監督、行政
協助及相關業務 

類別： 
識別類： 
C001辨識個人者。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 7

號 
(082)32127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業務內容：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 

C001辨識個人者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 7

號 
(082)32127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業務內容：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 

C001辨識個人者 

地秤檢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 7

號 
(082)32127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業務內容： 

地秤檢定 

C001辨識個人者 

地秤檢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 7

號 

(082)32127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業務內容： 

地秤檢定 

C001辨識個人者 

度量衡器檢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度量衡法 155     標準、檢驗、度 C001辨識個人者 



附件十三：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第 1 版） 

第 19 頁/共 19 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分局(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 7

號(082)321272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量衡行政 

 

業務內容：度量衡器檢定 

 

度量衡器檢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 7

號(082)321272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業務內容：度量衡器檢定 

 

C001辨識個人者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 7

號(082)321272 

度量衡法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業務內容：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 

C001辨識個人者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 7

號(082)321272 

度量衡法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辦法 

155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業務內容：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 

 

C001辨識個人者 

商品事故訪查紀錄表-消
費者端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

分局(金門辦事處）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 7

號(082)321272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辦理 

○三九行政裁罰、行政調
查定 

C001辨識個人者 

商品事故訪查紀錄表-消
費者端 

澎湖辦事處  澎湖縣馬公
市新生路 177-2號   06-
9278391 

依據標準檢驗局「商品檢
驗法」辦理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書 

澎湖辦事處  澎湖縣馬公
市新生路 177-2號   06-
9278391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地秤檢定申請書 
澎湖辦事處  澎湖縣馬公
市新生路 177-2號   06-
9278391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1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度量衡器檢定申請書 
澎湖辦事處  澎湖縣馬公
市新生路 177-2號   06-
9278391 

度量衡法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1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度量衡器校驗申請書 
澎湖辦事處  澎湖縣馬公
市新生路 177-2號   06-
9278391 

度量衡法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1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糾紛度量衡器申請書 
澎湖辦事處  澎湖縣馬公
市新生路 177-2號   06-
9278391 

度量衡法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辦法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1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目錄 
 

澎湖辦事處  澎湖縣馬公
市新生路 177-2號   06-
9278391 

人事行政法 
個資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